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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过程是我们面对前人、面对智者、面对知识不断接近的过程，我们有必要使读书
变成陪伴我们终生的好习惯、 好伙伴。 图片来自

brookline.k12.nh.us

网站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向打工子
弟学校赠书

日前，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代表团一行
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打工子弟学校———昱颖
学校， 给学校带来了价值

3

万多元人民币
的图书， 并赠送了价值万元的书架及文体
用品。 在布置一新的 “轻工少儿爱心角”，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副社长赵丽华与学校师
生代表共度 “六一” 国际儿童节。

据介绍，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为 “轻工
少儿爱心角” 的组建配备了该社今年出版
的众多优秀少儿图书， 如 “李志伟冒险小
说”、“萧袤魔幻小说”、“名家动物小说”、

“小蜗牛阅读丛书”等。而且，出版社职工为
孩子们捐赠了不少课外读物、工具书、益智
玩具及文具等学习用品， 使学校

1200

名学
生以阅读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赵丽华
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出版社将持续关注包
括昱颖学校在内的打工子弟学校， 让更多
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张贵勇）

郑春华 《

GO GO GO

踢
球去》系列图书面世

“六一”前夕，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小学举行了 《

GO

GO GO

踢球去》系列图书首发式，这套
书是“大头儿子”的升级版，包括《巨鹰足球
队》、《三张大奖状》、《爸爸的大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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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刻
画了三年级一班一群迷恋足球、会耍小心眼
儿的“问题儿童”，如把老师气哭了的主人公
吕小小、错字连篇的毕小虎、球技最高超的
贝球等。在现场，郑春华与府学小学的学生
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互动。 已经阅读了
《

GO GO GO

踢球去》 系列图书的小学
生对书里鲜活的校园生活忍俊不禁， 也对
书中描写的亲子关系深表赞同。他们表示，

特别喜欢书里的 “萝卜老师” 和小主人公
们，觉得他们很像身边的同学，书里的故事
好像就发生在他们周围。 （却咏梅）

《让孩子拥有最快乐的一
生》新书发布

“家长要平衡自己的心态，平衡自己和
孩子之间的关系， 平衡各施教主体之间的
关系，平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的三角关系， 促进孩子在情商和智商等方
面的平衡发展。”在日前举行的《让孩子拥
有最快乐的一生———一个父亲的平衡教育
实践》新书发布会上，作者王占郡的平衡教
育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罗劲表示，

导致一个人走向崩溃的， 不是某一时间内
的某个重大打击，而是一连串诸如健康、家
庭和工作等各方面的不幸事件。 而用平衡
教育的方法追求孩子一生快乐的最大化，

是家庭教育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据了解，本
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是王占郡
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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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 研究了多个民族成功的
教育文化和传统， 并访谈了不同国家的父
母后得出的经验总结。 （张贵勇）

人民出版社出版 《牟宜之
诗》纪念诗人百年诞辰

人民出版社近日召开《牟宜之诗》出版
暨纪念诗人百年诞辰座谈会。 这本诗集收
录的是从牟宜之

20

岁到
66

岁去世前的不同
历史时期， 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心志留下了
的二百余首诗作， 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和
人文精神。在牟宜之百年诞辰之际，人民出
版社特出版其诗集， 以缅怀和纪念这位杰
出诗人。

牟宜之
1909

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

1925

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担任过辽东军
区敌工部长，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战役并参与策动敌一八四师起义， 全国解
放后曾在北京市、山东省、林业部和建设部
担任有关领导工作，

1975

年去世。 （却咏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七色花故事会”绘本

在“六一”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出名为 “七色花故事会” 的绘本讲读活
动。该绘本是一套源自瑞士的儿童图画书，

于
2009

年
5

月出版， 目前已推出 《蛋头先
生》、《小黑羊》、《我就是我》、《赛琳娜、老鼠
和巨猫》

4

本。

“七色花系列”推出后，出版社为此书系
配备了专门的营销团队，并推出大型品牌活
动———“七色花故事会”，“六一”期间在上海
博库书城、上海大众书局及各类儿童书店举
办了第一辑绘本讲读活动。由出版社邀请的
知名教育家、童书编辑深入各类书城、儿童
场馆，与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分享儿童故事、

共玩亲子游戏等。 （华师）

【业界动态】

读书是一生该拥有的习惯
———马未都谈文物背后的读书

■

本报记者 郭铭实习生 冯欣

他是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 ， 他在央视
《百家讲坛》 所阐述的独到见解令许多观众
深深折服。 他是一个爱书人， 说起读书来
滔滔不绝 ， 甚至在上厕所时都手不释卷 ，

以至忘了身在何处———他就是马未都 。 日
前 ， 马未都走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 给学生们作了 “小文物大文化” 的主题
演讲， 以文物为桥梁， 与老师和学生们聊文
化、 谈读书。

人们为什么会把调皮顽劣的孩子说成
“你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床前明月光， 疑是
地上霜”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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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里蕴藏着怎样的秘密？三
国题材的影视剧里有哪些明显不符合历史真
实的事物和场景？……马未都告诉中学生，这
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中华文化的典籍里。 在绘
声绘色地讲解中华文化时，他指出，读书要从
兴趣开始，读书应当成为一生的习惯。演讲的
间歇， 马未都和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也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 畅谈收藏与鉴赏、 读书与人
生，中华文化的入门及途径、中华文化如何轻
松有趣地走进中学课堂。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阅读的
黄金时代， 读书习惯要靠兴趣来
养成， 读书要杂

听过马未都演讲的人都心存疑问： 马未
都怎么什么都知道？ 在马未都的演讲中， 我
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
问题的答案也指向广大青少年， 即珍惜时
光， 多读书， 读好书。

马未都一走进实验中学就万分感慨， 他
对孩子们说， 中学生有着旺盛的精力、 令人
称奇的记忆力， 应该抓紧时间读书。 读书的
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记忆力， 如果你的
记忆力不好， 读过的东西便记不住， 那是非
常遗憾的事情。 马未都以叮嘱的口吻对现场
的中学生说： “我现在能侃侃而谈的事情，

大多是在你们这个年龄时读书记住的， 后来
我也读过很多书， 但大多忘记了， 或者非常
容易遗忘。” 马未都风趣地把自己青少年时
期读书的轶闻趣事抖了出来。 他在十四五岁
时， 身处东北农村， 那时候的他早已养成爱
读书的习惯， 虽然条件艰苦， 但是只要有书
读， 再艰难的生活对他来说也是有滋有味
的。 酷爱读书的他， 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放
过， 每次如厕都带一本书， 经常蹲得腿脚发
麻。 学生们听到这里， 都善意地笑了， 那份
笑意的背后， 充满了对这个 “视书如命” 的
博学之士由衷的钦佩。

现场有学生不解地问他： “到底是什么
书让您这么如醉如痴？” 马未都爽朗地笑了，

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他想跟中学生交流
的， 那就是阅读习惯的问题。 一个人能否很
深地走进书中的世界， 读出内心真正渴望读
的内容， 培养读书的乐趣非常重要， 而乐趣
的养成， 又与我们的读书习惯不无关系。 可
以说， 读书是我们一生中最应该养成的习
惯。 马未都主张， 阅读习惯要靠读自己感兴
趣的书来养成， 而不是靠高深的学问书。 当
有了这个习惯后， 不论书有多难， 都会发现
读书乐趣无穷。 我们可能会从华美的服装、

丰盛的宴席、 豪华的住宅等物质层面得到满

足和享受， 但那些满足是片刻的， 很难
触到心灵深处的精神享受。只有读书的乐
趣可以历久弥新。书读多了，身上的气质
可以在不经意间体现出来，体现的过程不
一定是站在讲台上作一番讲演，不一定是
走进屏幕， 也不一定是出版自己的著作，

而是在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别人就能清
楚地感觉到，这是一个读书人。

读书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什么 ？ 这是
马未都想交代给这些未来栋梁的问题。 马
未都给学生们的解释是天下之事，利害相
随。 只有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那就是
读书， 古人说：“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
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书传达的知识不是
你自己一生积累的， 而是前人积累的，前
人积累的最丰富的财富就是书。 前人把知
识转换为文字，供后人阅读、汲取文字中
的营养，使我们今天能够少走弯路，少走
错路，这是我们读书的第一大好处。 我们
可以从书本上学会选择自己的人生，看清
楚人生的道路。

读书对每个人来说，在起点上是公平
的，不论你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涉世
未深的少年，书都会以同样的姿态和方式
呈现在你面前。 谈到这里，马未都话锋一
转， 转到那些散发着迷人光彩的文物方
面， 通过几组文物图片解说中华文化，在
不知不觉中给大家展示了读书的魅力。

“省油灯”、《三国演义》里不
符合史实的地方……让文物开
口说话，用证据告诉你为何要读
书

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我
们的文化曾经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 文化
非常抽象，但文物是具象的东西，今人可
以通过文物来得知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

让我们了解中华文化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当我们近距离去看历史的时候，从文物的
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凝聚、历史的
本真面貌。 而要从文物这个文化的承载者
身上发现历史的奥秘，就得借助读书。

“省油灯” 是马未都拿出来的第一件
“法宝”。 他问现场的学生，在生活中，我们
时常会听到父母说自己的孩子：“你可真
不是一盏省油灯！ ”父母们为什么要用“省
油灯”跟孩子们联系到一起呢？ 马未都鼓
励学生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们对这一
问题给出了千奇百怪的答案。 马未都告诉
大家， 陆游的作品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
案。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解释了“省油
灯”：“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
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 此
独不然，其省油几半。 ”马未都解释说，为
什么油在点燃灯火的时候会耗尽呢？ 除了
点亮所用的那一部分，油会因温度升高而
蒸发。 古人很聪明，为了减少油的蒸发，就
发明了这种用水冷却油的省油灯，冷水可
以减少油的蒸发。 据书中记载，这样能省
40%

的油。

随即，马未都讲道，古代文人有一种
阅读的乐趣，叫秉烛夜读。 古代的照明跟
今天比有天壤之别，但古人在那样的条件
下，依然保持着对读书的乐趣，饱含对学

习的热情。 我们已经发明了很多保护视力
的灯，今天的孩子们只要是在读书，开多
少灯父母都不会不高兴，在这样光亮的环
境下，中学生们是否会像古人一样对书有
一种极大的、永恒的热情呢？

马未都还为大家介绍了马镫的由来。

他告诉现场的学生和老师，马镫最早是由
中国人发明的。 外国人还把马镫叫中国
靴。 马镫最早不是用于民事，而是用于军
事，这主要是为了解放双手，便于在马上
作战。 秦始皇兵马俑的马上没马镫，起码
在秦汉时期，马上是不能打仗的。 这就告
诉我们一个事实，《三国演义》的小说和电
影在这个问题上都违背了历史真实。 那个
时候人们还不能在马上作战。 在战争中，

人们即使骑着马， 也是跑到敌人跟前，翻
身下马，双方在地上打起来。 尽管这样的
历史真实在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可笑，但真
实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 马镫大概是西晋
时期发明的，我们今天发现的最早的证据
出土在山西， 秦汉时期的马都是轻甲马。

马镫发明以后，马就披上沉重的盔甲变成
了重甲马，战争就变得异常残酷了。 这就
是文物和典籍考证告诉我们的历史真实。

马未都带给大家的第三件法宝是
“床”。 在谈到“床”的演变时，马未都告诉
了学生们中华民族起居习惯的演变过程。

中华民族原来是席地而坐，今天跟席地而
坐相关的词，都是古老的词，如席位、主席
等。主席是指席子中间的主要的人。席地
而坐遗留下来的习惯带给我们很多词，今
天我们依然会说摆一桌酒席，考上大学之
后举办“谢师席”等。我们的国宝《韩熙载
夜宴图》， 就为我们展现了古人席地而坐
的习惯。在此前提下，我们再看李白那首
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时，会有不一样的体
会。“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并不是在现代人定
义的床上思乡， 唐代的建筑门窗比较小，

月光很难照进屋子，古人的窗，跟“囱”通
讲，通常较小，窗的作用在于通气，不是为
了采光，古代的窗采光不好，从“疑是地上
霜” 来判断，李白应该是在室外。 屋内有
家具陈设， 不可能有大面积的霜。 马未
都用白居易等人的诗句， 为学生们做了
大胆的猜测和小心的论证， 他认为， 李
白诗中所说的 “床” 其实就是 “胡床”。

这些论证的过程， 马未都试图告诉学生
们， 从一首简单的诗里， 可以看出很多
有意思的东西。

马未都讲到了西汉的“君幸酒”、李白
与羽觞，介绍了“交椅”一词为什么会成为
权力的象征。 在展示文物的同时，马未都
旁征博引，他现场证明给学生们看，想要
弄懂这些知识，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别的
方法。

马未都从事收藏已经有
30

年了，观复
博物馆成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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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在这些年的背后，

是一个漫长且投入的读书过程。 他的读书
兴趣非常广泛， 不管是有关收藏的专业
书，还是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甚至是科
技方面的书，他都广为涉猎。 马未都说，自
己非常喜欢读《中国科技史》，尽管它与收
藏并没有太大关系，但科技所走过的每一
步都影响着文物的成型与变化， 那些文

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其他形态， 这与科技
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他还喜欢读 《中国政
治史》、 《中国哲学史》 等。 他说， 这些书
读多了， 会对判断事物有好处。 文物的判断
之所以难，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判断，

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历史成因、 科技含
量、 人文环境， 包括哲学思想， 都蕴含其
中。 书读多了， 思维方式就会随之而丰富、

缜密，判断就会准确。

了解文化遗产是青少年的责
任，青少年应该学会做人、学会做
事、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学习

现场有记者提问： “怎样让青少年更多
地了解收藏， 了解中华文化？” 马未都说，

参观观复博物馆的观众中， 有很多是青少
年。 有些青少年甚至每个周末都去， 他们大
多是对收藏、 对文物有兴趣的学生。 文物有
一个特点， 是它会随着你的阅历、 经历和学
识的增加， 每次都能呈现出新的东西。 他认
为学生读书的过程其实就像我们摄取营养一
样， 吃得越杂， 营养越丰富， 身体就越健
康。 但是目前的学校教育中， 更多地倾向于
数理化等主课的学习， 对学生兴趣方面的培
养还远远跟不上学生的需要。

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补充说， 目前高中
课改里有一个模块就是关于文化遗产的，但
是就北京地区来说， 能开这个课的学校还很
少。 这个模块的设置， 说明了我们对传统文
化、对不同民族文化的重视，希望在这样的课
上能给学生丰富的知识。 多设一些选修课是
必要的， 现在新课改后也有这样的导向和信
息，实验中学开设了很多选修课，比如建筑选
修课， 学生既可以在研究北京四合院的建筑
文化过程中了解到平民文化， 又可以实地考
察故宫、恭王府的格局，了解中国更广阔基础
上的建筑文化和民族文化。 另外学校也开设
了经典诵读、篆刻课、书法课等，这些课程都
有专用教室。 学校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众多
的课程，还打算建立学校的艺术馆。对于学生
们来说，他们将来可能不会成为鉴赏家、收藏
家，但作为中国人，学生们应该对中华民族的

东西有一种情感， 一种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
同感，这些也都是教育。

马未都在离开实验中学时， 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对一个人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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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标准送给了学
生们。 他语重心长地说：“学会做人、 学会做
事、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学习是每名学生都应
该去尽力做好的事情，尤其是‘学会学习’，这
一点尤为重要。 就我的感受来说， 我们的家
庭、 学校和社会三大教育系统的指向现在并
不一致，学生的受教育环境越来越复杂，学校
传授给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在学生迈进社
会的大门之后， 可能会发现自己以前的很多
观念都很迂腐，没有实用价值，必须及时作出
调整。无论你今天在学校学会多少东西，一出
校门，会发现学的东西很多用不上，必须重新
学会学习。”马未都把人生所有的建树比作大
厦，而把一个人的学问比作一块砖，学问究竟
是大厦的哪一块砖或许我们不清楚， 但去掉
很多块之后，大厦就会塌。学问也是一个不断
供给的过程，要想使人生这座大厦巍然不动，

在人生的风雨中坚强地耸立， 就必须不断地
学习，不断地对学问进行修缮、添砖加瓦。在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读书一定是重要的乐趣
所在， 读书的过程是我们面对前人、 面对智
者、面对知识不断接近的过程，它带给我们的
惊喜总是不经意的， 我们有必要使这份不经
意更长久， 让读书变成陪伴我们终生的好习
惯、 好伙伴。

编后：

马未都走近中学生， 传递给学生
们这样一个信息： 成功人士是怎么成
功的？ 他一定不是只靠课堂学出来的，

一定是文化的熏陶和多方面的修养。

马未都从读书讲到收藏， 又从文物带
出文化修养的必要性， 演讲过程中他
时刻没有忘记谈读书。 读书， 不仅是
向我们延绵不断的历史致敬， 更是亲
近和领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魅力的重
要途径， 这是我们一生应该拥有的习
惯， 因为有这个习惯， 我们的生活才
会乐趣无穷。

《腰门》让我们拥有书香飘逸的夜晚
■

艾书

“六一” 前夕， 一场以 “童年·故乡·
成长” 为主题的 《腰门》 北京同城读书
会， 在书香醇厚的单向街开始了。

走进大厅， 人们惊喜地发现各种颜
色的氢气球布满屋顶， 垂下一幅幅 《腰
门 》 的插画原作 。 穿过两扇古朴的门 ，

沿着烛光闪烁的玻璃砖楼梯拾级而上 ，

白色的布艺和木桌上绣着 《腰门》 小主
人公沙吉形象的蒲团， 一下子把人带到
了远离都市喧嚣的神秘湘西。

流不尽清清沱江水 ， 说不完悠悠吊
脚楼， 一段精心剪辑的 《烟雨凤凰》 视
频拉开了读书会的序幕， 将大家带进了
《腰门 》 所指引的那个遥远而美丽的地
方。 北京朝师附小的两位小读者和特邀
嘉宾诵读了 《腰门》 中自己喜爱的片段，

让大家再一次体味了小说优美的诗性语

言。 央视 《子午书简》 主持人李潘在深
情朗读了其中的段落之后， 担任读书会
主持的儿童文学博士王林邀请她临时做
起了读会书的领读人。 一个 “猜猜他们
都是谁” 的小游戏———几位在场的著名
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尘封数十年的老照片
以及作者彭学军、 插画作者陈兴兴儿时
的照片通过投影仪在屏幕上展示， 把大
读者们拉回了童年。

在温馨和快乐的氛围中 ， 嘉宾们畅
所欲言。

文学评论家樊发稼说 ， “我认为
《腰门 》 是一首长诗 ， 它非常宁静 、 柔
软、 温情， 书中对祖国河山、 湘西民俗
的描写， 使我沉醉其中， 不能自拔。 我
认为这是近几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最优秀
的作品之一”。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 ： “我非常喜
欢这本书的情调 ， 如果你要让我去讲

《腰门》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哪些是高潮，

哪些是开端， 哪些是结局， 我不太容易说得
出来。 但是， 它始终带着一种诗意的情调引
导你去读这本书。 我觉得不要老让孩子去读
那些热闹的、 诡异的、 情节紧张的书， 而应
该去读一读 《腰门》 这种很有情调的书。”

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谈道： “我看了彭
学军这本书， 第一个感觉就是有一股轻柔的
风吹过来。 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不能只朝着
一个方向汇集。《腰门》 这本书给我们一种清
新的感觉，它带来一种新意。我小时候是在北
京长大的，凤凰县我也去过，那种思乡的感觉
是互通的。 应该读读这样的书， 让灵魂休息
一下， 歇一歇， 回味一下， 其实很好。”

网名 “小熊饼干” 的热心读者是第一次
来北京， 她是专程从湖南长沙赶来参加读书
会的。 她说： “我是小学音乐老师， 我觉得
文学和音乐一起， 能够给我们一双翅膀， 带
我们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就像刚才张之路

老师说的， 现在相同的翅膀太多了， 飞到的
都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 《腰门》 这本书是
飞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一个心灵的港湾。”

她说自己的很多朋友都喜欢 《腰门》， 很遗
憾他们不能来到活动现场， 回去后她一定会
和朋友们分享这个美好的夜晚。 说着说着，

她动情地唱起了 《童年》。

这次活动的参加者是通过网络邀集的，

《腰门》 的责任编辑魏钢强说没有想到会有
这么热烈的反响， 这说明了人们对优秀儿童
文学的关注和期待， 他用 “藏龙卧虎” 来形
容与会来宾。 知名图画书作家熊亮、 熊磊兄
弟， 跨界创意杂志 《鲜氧》 主编喜生， 《沟
通》 杂志主编米九，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导
演、 著名演员焦刚等名家等都以普通读者的
身份来到现场， 许多人只能席地而坐。

韩国大韩教科书出版社企划部次长李炅
昊说： “彭学军的 《腰门》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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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将在
韩国由我们出版社出版。 参加这个活动， 我
感觉这种气氛十分美好， 期待彭学军能来韩
国做这种活动。”

的确， 这是一个与书结缘的值得记住的
美好夜晚， 一群相识或不相识的小读者和已
然长大但依旧拥有一颗童心的大读者们因为
一本书聚在一起， 回望童年， 拥抱故乡， 牵
手成长。

【特别推荐】

《腰门》， 彭学军著， 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

2008

年
6

月出版

荩

阅读习惯要靠读自己感
兴趣的书来养成， 而不是靠高
深的学问书。 当有了这个习惯
后， 不论书有多难， 都会发现
读书乐趣无穷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报道


